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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
媛冤10月 16日上午袁 县委
书记唐敬到现代高端纺织
产业区尧临海镇调研遥 他强
调袁 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尧提
高效能袁强化服务尧优化环
境袁 全力以赴做好 野六稳冶
野六保冶工作袁坚定不移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袁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遥

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
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遥 唐敬先后来到沙印集
团尧德凯纺织尧菲利克斯尧题
桥纺织等项目现场袁深入了
解当前项目推进情况袁与项
目负责人交流当前纺织行
业发展形势遥 唐敬要求袁要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尧强化
服务举措袁 主动 野上门服
务冶袁 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尧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
困难袁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
效袁 助力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遥 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
设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
提下袁科学组织施工袁加快
推进速度袁确保项目如期高
质量推进袁不断积蓄发展动
能遥 要进一步加强招商引
资袁围绕现有产业尧特色和
优势袁强化集群式尧全产业
链项目招商袁 注重专业招
商尧以商引商袁切实壮大产
业规模袁 提升产业层次袁增
强加快发展的后劲遥

农房改善是省委尧省政
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
署袁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遥 调
研中袁唐敬来到临海镇金海
新型农村社区袁对当前农房
改善推进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遥 他说袁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袁充分认识
农房改善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袁 对标农房改善 2.0
升级版建设要求袁提升规划
水平袁加快工程进度袁完善
基础配套袁更好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各
镇区作为农房改善工作的责任主体袁 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要深入一线尧靠前指挥袁把更多心思放在研判群
众诉求上袁把更多时间放在谋划工作中袁确保各项任
务快落地快见效遥

唐敬又来到博鸿牧业生猪养殖项目建设现场袁
听取项目和镇区负责人关于项目推进及生猪生产等
相关情况汇报袁唐敬强调袁生猪生产事关经济平稳运
行袁事关社会大局稳定遥 要认真落实中央尧省和市的
部署袁积极作为袁主动担当袁加快推进规模养殖场建
设袁稳定生猪生产袁增强猪肉保障供给能力袁确保完
成全年生猪稳产保供各项目标任务遥 镇党委政府要
高度重视袁 切实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实
际困难袁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遥企业要大
力推进标准化尧规模化养殖和生猪产业转型升级袁推
动生猪生产向高质量尧高水平尧规模化尧生态化方向
发展袁同时严格执行防疫要求袁筑牢防疫堵疫屏障袁
做到疫情防控尧生猪生产两手抓尧两不误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正军陪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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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海上救人袁令人钦佩遥海上救
援危险性很大袁你们是真正舍己救
人的英雄袁向你们学习尧向你们致
敬浴 冶 10月 15日上午袁盐城海事局
射阳海事处副处长郑天民和县文
明办工作人员等袁来到县海韵嘉园
小区袁看望慰问正在休假的爱琴海
救人英雄徐锦文袁并向他发放慰问
金和献上鲜花遥

当地时间 8 月 25 日下午 4:
50袁希腊爱琴海海域发生难民船沉
没事件遥中国华洋海事中心海洋之
盎号货轮接到求救信息后袁射阳籍
见习船长尧大副徐锦文和他的同事
立即操作救生艇和救助艇袁顶着海
浪尧奋不顾身袁成功救助了 41名遇
险难民遥他们的事迹被新华社尧叶人
民日报曳尧 中央电视台尧叶中国青年
报曳尧 江苏卫视尧叶现代快报曳叶盐阜
大众报曳叶盐城晚报曳叶射阳日报曳和
希腊叶中希之声曳报等国内外媒体

密集报道遥9月 30日袁省文明办评定徐锦文等 4人为 9
月份见义勇为组野江苏好人冶遥 9月 19日袁徐锦文在交
通部领导的关怀下获批回国休假袁9月 20日从荷兰机
场起飞到达浙江萧山机场袁经过在当地 14天的医学隔
离观察袁并通过三次核糖核酸检验检测袁于 10月 6日
下午回到家乡射阳遥 10月 8日袁射阳县见义勇为基金
会向徐锦文颁发野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冶证书遥

听了徐锦文详细介绍海上救人的经过袁 曾经当过
海员的郑天民感慨地说院野在海上用救生艇和救助艇救
人风险极大袁还严重超载袁稍有不慎不但人救不上来袁
救人的人也有生命危险遥 徐锦文他们这次在国外的海
洋上救人还有两个风险袁 一是救上来的难民送到哪里
去袁有谁来接收钥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怎么面对袁一旦感
染后果不堪设想遥 但是徐锦文他们当时只一心想着救
人袁把其他都抛之脑后遥 他们这种英勇无畏尧舍生忘死
的国际主义精神袁值得我们所有海事人学习浴 冶

野感谢盐城海事处对我的褒奖袁我将把领导的褒奖
作为动力袁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依然还会这样做袁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光尧为海事人
争光遥 冶徐锦文紧紧握着郑天民的手袁激动地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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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鹤乡大地袁万物收获尧硕果飘香袁
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遥回首我县脱贫攻坚
历程袁贫困群众从野有保障冶到野有奔头冶袁百
姓的野腰包冶鼓了袁村路宽了尧景色美了尧人心
暖了遥 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袁勾勒出
人民群众满满的获得感尧幸福感遥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袁县委县政府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袁以野两不愁三保障冶为基本目标袁推
动扶贫政策落细落实袁一步一个脚印袁一年
一个台阶遥 截至目前袁我县 21434户 41107
个建档立卡人口全部脱贫袁10 个省定经济
薄弱村全部达标出列袁32 个市定经济薄弱
村全部摘帽遥射阳人民用汗水尧辛劳和热血袁
交出了一份掷地有声的扶贫答卷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遥 如今袁已取得脱贫攻坚重大成果的
射阳袁正聚焦脱贫成果巩固提升袁带领群众
奔走在幸福大道上遥

同心协力袁掀起大会战
野小刘袁快坐下来歇会袁屋子里够干净的

啦遥 冶李大娘对正在家打扫卫生的帮扶人小
刘说遥野好的袁我倒了垃圾就陪您坐坐遥冶前几

日袁记者在新坍镇靠渔湾居委会低收入农户
李玉莲家中见到了正在开展 野节假日扶贫冶
工作的新坍镇扶贫工作人员刘立祥遥

野节假日扶贫冶是我县野用心用情抓脱
贫袁不等不靠干脱贫冶的生动写照遥脱贫作为
重大难题袁 如何才能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钥
带着问题和思考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走村
入户袁访民生尧问需求尧谋对策尧找路子袁就全
面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周密调研遥战役怎
么打尧扶贫开发怎么干尧群众需求怎么才能
满足钥 一系列脱贫攻坚亟待解决的问题袁逐
渐有了清晰的思路遥

高位推进要要要我县先后出台 叶射阳县
野十三五冶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纲要曳尧叶射阳县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渊2018-2020年冤曳等
一批文件袁做到脱贫工作有机构尧有规划尧有
措施遥 明确县镇村三级书记抓扶贫袁层层签
订责任状袁带头啃野最硬的骨头冶袁做到以个
体带动集体袁 推动全县脱贫工作大步向前遥
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袁实施野一村一项目冶
集体增收行动袁建立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动态
监测机制袁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力量强化监督
督导袁确保贫困群众真脱贫尧脱真贫遥

尽锐出战要要要瞄准产业发展尧 就业尧因
病致贫返贫尧住房安全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等
乡村发展薄弱环节袁 我县统筹各方力量袁组
建 14 支县委驻镇帮扶工作队袁20020 名党
员干部参与扶贫走访袁号召国企和其他社会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袁构建起县镇村三级书记
直接抓尧部门行业合力扶尧党员干部结对包
的帮扶格局袁形成了上下贯通尧整体联动的
攻坚合力遥 他们扛牢扶贫责任不松劲袁奔赴
脱贫攻坚一线袁夙兴夜寐袁奔走于田间地头袁
把致富的种子埋在鹤乡大地上遥

党建赋能要要要围绕转党建促乡村振兴袁
全县各镇渊区冤党渊工冤委书记尧组织委员结合
镇渊区冤实际袁分别领办野书记项目冶尧野组委项
目冶袁 深度激发创新动力袁 为乡村振兴添活
力遥在全县村居渊社区冤党群服务中心实施以
野百村达标尧百村提档冶为内容的野双百冶工
程袁实现基层服务阵地建设全达标袁为群众
脱贫夯实红色根基遥全面深入摸排软弱涣散
党组织袁通过分类施策尧多点帮扶尧盘点销号
等多项举措袁确保软弱涣散党组织如期成功
转化袁以全面激发基层组织活力袁凝聚起脱
贫攻坚的磅礴力量遥

精准野绣花冶袁扶来好日子
小康不小康袁关键看老乡遥 在鹤乡这片

热土上袁 脱贫攻坚的号角响彻每一个角落袁
脱贫攻坚的红利正润泽每一名低收入群众遥

脱贫攻坚袁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遥 有产
业支撑袁才能从源头上拔掉野穷根冶遥 我县以
产业为根基袁将野输血式冶扶贫转变为野造血
式冶扶贫袁坚持县级统筹尧因村制宜尧因户施
策袁以高效特色为取向袁大力开展农业结构
调整袁引导经济薄弱村和低收入农户发展优
势特色农业增收致富遥充分发挥镇村农业产
业资源优势袁坚持野一镇一园冶野一村一品冶发
展方向袁重点打造野四季果香冶野鹤乡菊海冶等
16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遥 通过土地流转尧入
园打工尧承包经营尧项目分红等方式袁把贫困
户拉进产业链条袁让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有岗位尧有收入遥 目前袁全县 13个镇渊区冤共
实施 44 个产业扶贫项目袁 已实现年收益
540万元袁累计带动 2467户农户渊其中建档
立卡户 1674户冤增收脱贫遥

就业扶贫袁 不仅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
入袁成为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袁还有利
于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遥我县以促进建
档立卡户劳动力就业增收为目标袁

渊下转二版冤

奋力书写脱贫攻坚壮丽篇章
要要要 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刘瀚文 吉宗艳

近年来袁我县以野重点工程提速尧民生服务
提质尧交通发展增效冶为抓手袁不断完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袁深入推进盐射高速尧新城大道南
延工程等重点民生工程袁构建更加便利的交通
环境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遥

彭岭 盛诚 吴贵民 王克成 摄

新城大道南延工程快速推进
射阳主跨最大的合海线射阳河大桥正在施工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10 月 16 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唐
敬率队调研黄沙港渔港小镇建设工作遥 他强调袁要进一步
凝聚工作合力袁紧扣节点持续发力袁高质高效推动渔港小
镇建设任务落地见效袁为打造黄海之滨旅游目的地奠定坚
实基础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参加活动遥

唐敬一行先后来到黄沙港渔港小镇入口景观尧渔港风
情广场尧渔港码头尧海鲜大卖场尧现代渔业服务中心尧旅游
一号线湿地驿站等项目建设现场袁实地察看当前工作进展
情况袁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遥唐敬强调袁打造黄沙港渔港小
镇是我县推进沿海开发的重要抓手袁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支撑遥 黄沙港镇和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野一盘
棋冶思想袁结合黄沙港自身实际袁进一步找准渔港小镇的坐

标定位袁形成工作推进整体合力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抢
抓项目进度袁保证工程质量袁努力将黄沙港渔港小镇打造
成为全市沿海开放的窗口尧绿色转型的标杆尧特色旅游的
典型遥

座谈会上袁 在听取渔港小镇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后袁吴
冈玉指出袁渔港小镇建设既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的具
体实践袁也是推进沿海开发的重要抓手袁更是增进民生福
祉的牵引工程袁责任大尧任务重尧时间紧袁各相关条线要增
强大局意识尧担当意识袁进一步落实落细上级要求袁以野钉
钉子冶精神抓落实袁确保渔港小镇建设的各项部署安排落
到实处尧取得实效遥 要提升完善规划袁以更高的品位尧更高
的层次尧更高的水平做好规划编制袁力求每个细节都精雕

细琢尧尽善尽美袁力求渔港小镇建设出实效尧出形象尧出亮
点遥要强化时间意识尧效率意识袁按照项目化尧节点化尧责任
化要求袁实行挂图作战袁对标找差袁逐一细化袁确保各项目
高质高效推进到位遥 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袁着力整
治提升河道环境尧交通环境尧镇容镇貌袁从小处着眼尧细节
入手袁结合渔港尧渔村尧渔民等文化元素袁全方位展示渔港
渔镇渔业的独特魅力袁为项目加快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袁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渔港小镇遥

会上袁黄沙港镇尧农业农村局尧文广旅局尧旅投集团等
相关部门和镇区负责人介绍项目推进情况与推进措施袁并
作交流发言遥

县领导崔晓荣尧王正军尧丁红兵参加活动遥

唐敬在调研黄沙港渔港小镇建设工作时强调

紧扣节点持续发力努力打造特色渔港
吴冈玉参加

★2015年 10月 15日，省农委主任吴沛
良来我县调研水稻生产、联耕联种和农产品
电商发展等工作。

★2016年 10月 15日，我县农民画院推
荐的《丰收旋律》、《幸福莲莲》、《赶集去》三件
现代民间绘画（农民画）作品通过筛选和专家
评审跻身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希望的田
野上———中国农民画精品展”。

★ 2017 年 10 月 12 日，《射阳年鉴
（2015）》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二
等奖。

★2017年 10月 17日，副市长葛启发带
领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县黄沙港实地
检查河长制落实情况。

★2019年 10月 17日，全国供销总社党
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蔡振红到我县开展调
研活动。省供销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陶
长生，副市长顾云岭陪同。

★2019年 10月 17日，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粮油博览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我县被授予“中国粳稻之乡”称号。

新通车的海都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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